
太空授课历时40分钟 王老师用五个实验带领大家领略奇妙太空世界

这堂课像一支画笔，很大地启发和开阔孩子们的思想、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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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称重
10时11分，开始上课。
王亚平鱼儿一般向舱内摄像机游

来，她是本次授课的主讲。指令长聂海
胜则当起了“ 助教”，负责配合“ 主讲”
管理教具，维护课堂秩序。航天员张晓
光是这次授课任务的摄像师。

“ 同学们，你们好。”随着王亚平
温柔的声音响起，在中福会少年宫的
青少年不禁欢呼起来：“ 上课了，上课
了 ！” 此 刻 ，在 上 海 市 航 天 特 色 学
校———闵行第三中学，收看“ 太空授
课”也成为全校的盛事。

为了热场，王亚平拿聂海胜开起
了玩笑。聂海胜表演完太空凌空悬坐

“ 神功”后，王亚平表示这不算什么，
“ 我还有‘ 大力神功’呢。”说完，她用

一根手指轻轻一推，聂海胜摇摇晃晃
向远处飘去。

安静的人群中传出连声嗟叹。几
个坐立不安的男孩子，目不转睛地盯
着屏幕。“ 真神奇。”

航天员的表演给同学们带来了疑
问：在地面上，人们一般用天平、台秤、
托盘秤、杆秤、弹簧秤测量物体受到的
重力，从而计算物体的质量。那么，失
重环境下，航天员是怎么知道———他
们是胖了？还是瘦了？

只见，聂海胜打开一个支架形状
的装置，把自己固定在支架一端，他一
头衔着支架，人水平悬浮在空中。王亚
平轻轻拉开支架，一放手，支架便在弹
簧的作用下回复原位。装置上的LED屏
上显示出数字：74.0，这表示聂海胜的
实测质量是74千克。

》解读

天宫中的质量测量仪，应用的是牛
顿第二运动定律：物体受到的力等于它
的质量! 加速度。实验中设计了一个弹
簧能够产生一个恒定的力，还设计了一
个系统测出加速度，然后根据牛顿第二
定律就可以算出身体的质量了。

同学：你们在太空里还有没有上和
下的方位感呢？

王亚平：嗯，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的问题，这样吧，让我首先来给大家表
演一个杂技。不过呢要请指令长帮一下
忙，先把我转90度。现在呢，对我来说，
这边是上，这边是下。好，请指令长再把
我转90度，现在呢，对于我来说，这边又

是上，这边又是下。好，让指令长把我转
回来吧。同学们，你们看到了吧？在太空
中我们自身的感觉，在方位上无所谓上
和下的区别，无论头朝向哪个方向，我
们自身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不过在天宫
里，为了便于工作和生活，我们也人为
地定义了上和下，并且把朝向地球的一
侧作为是下方，并铺设了地板。

变与不变
航天员们测完体重之后，王亚平

又取出一个物理课上常见的实验装
置———单摆。“ 单摆是物理课程中的经
典实验。”闵行三中物理老师程家娟介
绍，“ 单摆实验”在现今使用的高一教
材拓展性课程中有涉及。

电视屏幕里，同学们看到也是同
样的装置———一个和学校实验室装置
一模一样的T型支架，用细绳拴着一颗
明黄色的小钢球。王亚平把小球轻轻
拉升到一定位置放手，小球并没有出
现地面上常见的往复摆动，而是停在
了半空中。

王亚平用手指沿切线方向轻推小
球，奇妙的现象出现了，小球开始绕着

T型支架的轴心做圆周运动———而在
地面对比试验中，需要施加足够的力，
给小球一个较大的初速度，才能使它
绕轴旋转。“ 这个实验同样和失重有关
系，同学们不妨思考一下失重的定义，
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我们
坐凌霄飞车，坐电梯。是不是也会有

‘ 失重’的体验？”
“ 在太空中，什么都会失重吗？”

正当学生提出疑问时，航天员演示陀
螺实验。

王亚平取出一个红黄相间的陀螺悬
在空中，用手轻推陀螺顶部，陀螺翻滚着
向前移动。紧接着，她拿出一个相同的陀
螺，先旋转起来再悬浮在半空中，这一次
用手轻轻一推，旋转的陀螺则不再翻滚，
而是保持摇晃状态向前奔去。

奇特的“ 体重仪”、重复着单摆运

动的小球、不停翻滚的陀螺⋯⋯随着
“ 太空课堂” 中一个个奇妙的实验不

断展开，在中福会少年宫观看的同学
们都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了。

》解读

实验中小球没有来回摆动、而是
悬浮或者做圆周运动，是太空中的失
重现象导致的。同样因为重力环境的
不同，在太空中轻轻推小球一下，小球
会在细绳的牵引下做圆周运动。

此外，转动的陀螺具有定轴性，定
轴性遵守角动量守恒原理———在没有
外力矩作用的情况下，物体的角动量
会保持恒定。航天员瞬时施加的干扰
力不能产生持续的力矩，由于角动量
守恒，旋转陀螺的旋转轴就不会发生
很大改变。

魔幻水球
“ 如果诗仙李白在天宫里生活，大

概就写不出‘ 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名
句了，因为，失重环境下水不可能飞流
直下。”王亚平拿起一个航天员饮用水
袋，打开止水夹，水并没有倾泻而出。
轻挤水袋，在饮水管端口形成了一颗
晶莹剔透的水珠，略微抖动水袋，水珠
便悬浮在半空中。

“ 这是水面张力实验。”宇航学会
副秘书长赵金才向在闵行三中观看的
同学介绍。

接着，王亚平把一个金属圈插入
装满饮用水的自封袋中，慢慢抽出金
属圈，便形成了一个漂亮的水膜。轻轻
晃动金属圈，水膜也不会破裂，只是偶

尔会甩出几颗小水滴。随后，王亚平又
往水膜表面贴上了一片画有中国结图
案的塑料片，水膜依然完好。

紧接着，王亚平慢慢地向水膜注
水，不一会儿，水膜就变成了一个亮晶
晶的大水球。用注射器向水球内注入
空气，在水球内产生了两个标准的球
形气泡，气泡既没有被挤出水球，也没
有融合到一起。随后，王亚平又用注射
器把少许红色液体注入水球，红色液
体慢慢扩散开来，晶莹透亮的水球变
成了“ 红灯笼”。

见同学们对“ 太空泡泡” 兴趣甚
浓，赵金才建议：不妨在家尝试一下表面
张力的实验。实验器材很简单，只要一张
表面略毛糙、吸水性较好纸、一根针、一
杯水即可。把针放在纸上，再把纸放到水
面上，针能够飘在水上，不沉下去。

科幻作家刘慈欣在看完太空授课
后说：“ 这堂课最伟大的地方不在于简
单展示了几个知识点，而是像一支画
笔一样，为孩子们描述了一个与地球
重力世界不同的太空世界。它会很大
地启发和开阔孩子们的思想、视野。”

》解读

这两个实验均展示了液体表面张
力的作用。受到内部分子的吸引，液
体表面分子有被拉入内部的趋势，导
致表面就像一张绷紧的橡皮膜，这种
促使液体表面收缩的绷紧的力，就是
表面张力。只不过，在地面上，液体表
面张力难以抗衡地球引力的影响，只
有经过特殊处理的肥皂水、富含无机
盐的矿泉水才能表现出比较强的张
力特性。

》互动

同学：这些实验用水是从地面带
上去的吗？可以循环使用吗？

聂海胜：我们天宫一号上使用的
水都是从地面带上来的。在太空，资源
的循环利用非常重要和有价值。这需
要有先进的技术和硕大的设备，因此

在短期飞行当中，一次性用水更经济。
我国的空间站将采用先进的资源再生
和循环利用技术，在天宫一号里，我们
也进行了部分关键技术的验证实验，
我国科研人员将把中国的空间站建设
成为运行高效、节约的空间站，谢谢。

同学：在太空中能看到太空垃圾
吗？天宫一号有防护措施吗？

王亚平：在我们飞行的这几天，还
没有看到太空垃圾。不过事实上，太
空垃圾确实是存在的，虽然它与航
天器相撞的几率很小，但是数量却

不少，而且一旦与航天器相撞，后果
将不 堪 设 想 。因 此 ，在 发 射 前 ，我 们
就 对 太 空 垃 圾 进 行 了 预 警 分 析 ，也
对我们的天宫一号制定了相应的规
避和防护措施，确保航天员的安全，
谢谢。

同学：采取哪些措施应对失重环
境对身体带来的不利影响？

聂海胜：在太空，航天员会遇到失
重、噪声、狭小环境等不利因素的影
响。失重会造成人体心血管失调、肌肉
萎缩等，为了有效地对抗失重，我们通
常采用体育锻炼、药物和体液重新分

布等办法来进行保护。这次我们从地
面带来了很多设备，例如企鹅服、套
袋、拉力器、自行车动量计等。我们现
在上课的这个小讲台，就是由一个自
行车动量计改造的，等一会儿上完课
之后，我们马上把它组装成为一个太
空锻炼的自行车，谢谢。

同学：能看到UFO吗？星星还会闪
烁吗？

王亚平：嗯，这 确 实 是 一 个 非 常
奇妙的问题。透过舷窗，我们可以看
到美丽的地球，还可以看到日月星
辰，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
UFO。由于我们处于大气层之外，没
有了大气的阻挡和干扰，所以我们

看到的星星格外的明亮，但是看到
的星星就不会闪烁了。同样，由于没
有了大气对光的散射作用，我们看
到的天空不是蓝色的而是深邃的黑
色。另外呢，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很奇
妙的现象，就是现在我们每天都可
以看到16次日出，因为我们每90分
钟就可以绕地球一圈。

如何分辨上下方位？

实验用水可以循环吗？

天上能看到太空垃圾吗？

怎么应对失重对身体伤害？

航天员能看到!"#吗？

奇 妙 的 一
刻，是从王亚平的亮相开始的。
她像条鱼儿一样游向镜头，稳稳站在了同伴聂
海胜和张晓光的中间。昨日，神十航天员在中国人的太空之
家———天宫一号为全国青少年进行我国第一次太空授课。

在短短的40分钟里，航天员在距离地球300多公里的太空上，为大家展示了许多有趣的试
验。此次“ 地面课堂”设在人大附中，300多位师生有机会与航天员互动。与此同时，本市120多名青少年航天科技
爱好者齐聚中福会少年宫，一起聆听来自天宫一号的授课。而在上海40多所航天特色学校，以及部分中小学幼儿园里，小
航天爱好者们也津津有味地观看了这堂难得的“ 公开课”。

本版撰文 记者 严柳晴 刘晶晶（ 除署名外）
王老师开始授课。

质量测量

神奇单摆

旋转陀螺


